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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头隧道与阴茎头纵切在小儿二期Duplay术中的疗效比较

王长园,汪 洋△,陈小华,魏孝钰,陈 锋,申志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外科,福建 350001)

摘要 目的:比较阴茎头隧道与阴茎头纵切在小儿二期阴茎皮管尿道成型(Duplay)术中应用的疗效。方法:收集2012年2月

至2015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74例采用二期Duplay术患儿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例前期均行阴茎下弯矫正

术,二期Duplay术中采用阴茎头隧道方式35例,阴茎头纵切方式39例,术后随访9~28个月,比较两组手术相关指标、手术成

功率及术后并发症差异。结果:隧道组手术成功率为88.57%(31/35),纵切组手术成功率为76.92%(30/39),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隧道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尿道口裂开发生率均低于纵切组[(97.1±8.3)minvs(113.8
±10.2)min,(14.1±5.7)mLvs(23.8±4.1)mL,0.00%vs15.38%,均P<0.05],两组尿瘘、尿道憩室及尿道狭窄发生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对于龟头腹侧尿道板够宽但冠状沟附近皮板不足的患者可予阴茎头纵切成形,但
在皮板充裕的情况下,推荐采取阴茎头隧道方式作为二期Duplay术的首选。
关键词 小儿尿道下裂;阴茎头隧道;阴茎头纵切;二期Duplay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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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道下裂是小儿泌尿系统常见的先天性畸形,
其典型表现有异位尿道口、不同程度阴茎下弯、包皮
异常分布于阴茎背侧呈裙状堆积而包皮系带缺如。
目前临床上治疗尿道下裂的唯一途径是手术,但目
前报道术式多达300余种[1],术后疗效及并发症也
有所差异,临床上常根据尿道下裂类型、阴茎下弯程
度及手术医生经验等选择不同术式[2-3]。对于合并
明显阴茎下弯的重度尿道下裂可采用带蒂皮管一期
修复或分期手术方式,后者一期先予阴茎下弯矫正,
二期可采用阴茎皮管尿道成型(Duplay)术。本研究
采用阴茎头隧道法与纵切法对74例尿道下裂患儿
行二期Duplay术治疗,对比分析两种手术方式的临
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2年2月至2015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74例尿道下裂二期Duplay术
患儿。病例纳入标准:(1)前期阴茎下弯矫正术且术
后无下弯畸形者;(2)二期Duplay术采用阴茎头隧
道或纵切方式,由同一组医生施行者。排除标准:
(1)一期完成阴茎下弯矫正并尿道成形者;(2)前期
术后仍有阴茎下弯畸形者;(3)两性畸形及凝血功能
障碍者。所有病例术前均充分告知家属可采取的术
式及相关并发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医院伦理
委员会 审 核。患 儿 年 龄3~11岁,平 均(6.2±
1.80)岁,阴茎头直径(为阴茎头前后径与左右径均
值)0.9~2.3cm,平均(1.40±0.23)cm,缺损尿道
长度1.8~5.6cm,平均(3.70±0.79)cm,其中行阴
茎头隧道治疗35例(隧道组),阴茎头纵切治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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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纵切组)。两组患儿年龄、阴茎头直径、缺损尿道
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可比
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췍x±s)

组别 n 年龄/岁 阴茎头
直径/cm

缺损尿道
长度/cm

隧道组 35 6.4±1.86 1.31±0.19 3.62±0.72
纵切组 39 6.0±1.74 1.46±0.27 3.75±0.85
t 0.219 0.434 0.158
P 0.827 0.666 0.875

1.2 手术方法

  本组患儿均由同一组医生采用阴茎包皮板纵切
卷管方式成形尿道。采用骶管阻滞加静吸复合麻醉
方式,取平卧位,术区消毒铺巾,用0.05%碘伏注入
尿道口进行尿道消毒并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
1.2.1 阴茎头隧道方式 龟头纵缝0号丝线做牵
引,从尿道口至远端在阴茎腹侧包皮板做纵向宽约

1.0~1.2cm“U”形切口,深达阴茎海绵体白膜,接
近冠状沟切口稍斜向侧方富余的包皮板,再于阴茎
腹侧冠状沟下方做横行切口延至侧方切断远端皮
板,在阴茎海绵体与原尿道纤维索之间,用眼科剪自
下而上紧贴阴茎海绵体向龟头舟状窝处潜行分离,
并在舟状窝处做一裂隙样切口利于剪刀穿出形成阴
茎头隧道,予F8或F10硅胶导尿管穿过隧道并经
异常尿道口置入膀胱作尿液引流及支架管,将包皮
板两侧缘包绕支架管并用6-0Dexon可吸收线连续
内翻缝合成形尿道,适当游离远端皮板下方筋膜组
织以利成形尿管穿过隧道,检查成形尿管无扭转,用
6-0Dexon可吸收线将尿管外口与周围龟头组织固
定数针,游离邻近浅筋膜并覆盖成形尿管,修剪多余
的包皮组织并平整对合,6-0Dexon可吸收线缝合关
闭切口。
1.2.2 阴茎头纵切方式 经尿道口置入F8或F10
硅胶导尿管做支架管及尿液引流,龟头纵缝0号丝
线做牵引,在阴茎腹侧包皮板上从尿道口向远端做
纵向宽约0.6~0.8cm“U”形切口,平行纵向切开阴
茎头腹侧至舟状窝处,分离两侧阴茎头翼瓣,再于包
皮板正中纵向切开至龟头,向两侧分离至包皮板宽
度达1.2cm,以硅胶导尿管为支架,将包皮板两侧
缘卷管并用6-0Dexon可吸收线连续内翻缝合成形
尿道,关闭两侧头翼瓣成形尿道口并与成形尿道外
口固定数针,游离邻近浅筋膜瓣并妥善覆盖尿道,适
当修剪多余皮肤并缝合关闭。
  两组患儿切口均采用美皮贴覆盖,外敷干净纱
布并自粘性绷带妥善固定。术后予静滴抗生素预防
感染,术后3d换药并更换美皮贴,术后6d更换美
皮贴并拆除纱布,术后10~14d去除美皮贴并拔除
导尿管。术后随访9~28个月,尿线变细即予尿道
扩张,每天1次至排尿通畅。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手术成功标准[4-5]:(1)尿道口位于阴茎头正位;
(2)阴茎下弯完全矫正;(3)阴茎外观接近正常,且能
站立排尿;(4)出院后随访6个月以上。详细记录两

组患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成功例数及术后
并发症如尿道口裂开、尿瘘、尿道憩室等发生情况。
其中手术成功例数还包括尿道狭窄经尿道扩张而治
愈的病例。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或频数(n)表
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儿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纵切组手术时间长于隧道组,术中出血量多于
隧道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见表2。

表2 两组患儿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比较(췍x±s)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隧道组 35 97.1±8.3 14.1±5.7
纵切组 39 113.8±10.2 23.8±4.1
t 2.970 3.539
P 0.004 0.001

2.2 两组患儿手术成功率比较

  隧道组手术成功率为88.57%(31/35),纵切组
手术成功率为76.92%(30/39),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2=1.73,P>0.05)。
2.3 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比较

  隧道组术后尿道口裂开发生率较纵切组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两组尿瘘、尿道憩
室及尿道狭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n(%)]

分组 n
尿道口
裂开

尿瘘 尿道憩室 尿道狭窄#

隧道组 35 0(0.00) 3(8.57) 1(2.86) 2(5.71)
纵切组 39 6(15.38) 3(7.69) 0(0.00) 3(7.69)
χ2 3.98 0.08 0.02
P 0.046 0.777 0.470* 0.887

  *Fisher确切概率;#经尿道扩张后均已治愈。

3 讨 论

  小儿尿道下裂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

环境、内分泌及遗传等因素有关[6-7],其发病率约为

1/300,且近年来发病率有逐年升高趋势,尤其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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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尿道下裂较以往增多[8]。手术矫正是治疗该病唯
一有效的办法,尽管目前术式较多,但仍无一种术式
可适用全部类型尿道下裂。临床上术式选择不仅与
尿道下裂类型等有关,还受到外科医生经验及个人
偏好影响,但不管怎样,手术都是从阴茎下弯、尿道
口异位及背侧包皮裙状堆积这3个病理解剖的矫正
着手,以达到尿道口正位、阴茎伸直及外观美观等目
的。
  对于阴茎下弯明显的重度尿道下裂,一期还是
分期手术仍存在一定争议[9-10]。对重度尿道下裂近
年来应用一期尿道成形也较多,但随时间推移,很多
学者也发现,其术后阴茎下弯矫正不全及外观不满
意等并发症也较多,因此尽管不少患儿可以一期完
成修复,但为降低手术难度而适当分期也是适宜
的[11]。二期手术是在一期阴茎下弯矫正的基础上
完成尿道重建及尿道口正位的过程,常用手术方式
有Denis-Browne术(埋藏皮条术)、Duplay术等。
Duplay术多适用于尿道皮板较丰富的病例,对于皮
板较窄,无法直接缝合形成皮管的,过去常采用

Denis-Browne术,但该法术后尿瘘发生率较高且效
果也欠满意[12]。
  我科近年主要采用Duplay术进行二期尿道成
形,鉴于部分患儿龟头腹侧尿道板较窄,按传统做法
卷管成形张力较大,因此在阴茎头处理方式上做了
些改变,利用部分患儿腹侧皮板较充裕,在冠状沟水
平游离部分远端皮板缝合成管,自阴茎头戳出隧道
达龟头正位,而另一部分患儿则采用阴茎头纵切的
传统方式。本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两组手术成功率
无明显差异(P>0.05),但隧道组术后尿道口裂开
发生率较纵切组低,且手术时间较短,术中出血量较
少(均P<0.05)。总结原因,笔者认为采用阴茎头
隧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1)阴茎头无需切开
及再缝合,阴茎头保留完整,使阴茎外观更趋于自
然,同时节省了手术时间;(2)避免了阴茎头翼瓣缝
合后因渗血或感染导致愈合不良甚至裂开的可能;
(3)无需分离阴茎头翼瓣,缩小了创面,可以明显减
少出血;(4)利用隧道周围组织包绕覆盖成形尿管,
妥善解决了远端尿管缺少筋膜覆盖问题;(5)避免了
纵切缝合过程残留线头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感
染概率。但采用阴茎头隧道术式也有相应的适应
证:(1)腹侧冠状沟附近有较充裕的皮板可以游离以
达舟状窝;(2)皮板相对平整,无明显瘢痕挛缩;(3)
一期与二期手术时间间隔最好半年以上,以利皮板
瘢痕软化及血供重新建立。
  另外,本研究中隧道组游离远端皮板术后未见
皮瓣坏死病例,两组术后尿瘘、尿道憩室及尿道狭窄
发生率无明显差异(均P>0.05),笔者认为术中需
注意以下几个要点:(1)分离阴茎头隧道前先注射少
许生理盐水,有利于眼科剪分离并减少出血;(2)分

离紧贴白膜表面,逐步剪除残留尿道纤维索及瘢痕
并适当扩张,宽度以眼科剪及成形皮管可以自由通
过为宜,以减少术后尿道狭窄发生;(3)游离皮板充
分,深达白膜,同时展平皮板,必要时予以修复平整,
卷管缝合时无张力,可有效防止术后尿道狭窄及尿
瘘;(4)充分利用冠状沟附近充裕皮板,游离远端皮
板不宜过长,以皮管能无张力达舟状窝即可,需注意
保留适当筋膜层以增加远端血供;(5)游离过程尽可
能少用电刀,以免热损伤影响皮板血供。
  综上所述,纵切组术后尿道口裂开发生率较隧
道组高,且尿道口裂开多至冠状沟或冠状沟下,局部
瘢痕增生及二期术后可用作修复的材料不足将给后
期修复手术带来更大难度。因此,对于龟头腹侧尿
道板够宽但冠状沟附近皮板不足,可予阴茎头纵切
成形,但在皮板充裕的情况下,尽可能采用阴茎头隧
道方式以减少尿道口裂开,同时保留完整的阴茎头
及裂隙状外口也能获得较高的外观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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